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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原住民科學教育

傅麗玉
成就原鄉動畫

1

當初她在創作「飛鼠部落」3D

動畫時，如何詮釋一般人以為

艱澀的科學教育，並讓原住民

孩子了解，同時，透過這部動

畫，讓更多人知道原住民珍貴

的文化價值，傅麗玉著實付出

了很多心血和時間。

文、圖／戚文芬

18

名人專欄 

8



時
間回溯到 1997年，國立清華大學教

授傅麗玉第一次因為受邀到原住民部

落演講，開始了一段和原住民之間密不可分

的緣分後，2001年第一次結合原住民文化

的科學教育網站「飛鼠部落」成立，2005

年，第一部由臺灣人自製的科學卡通片，同

時，更是世界上首次的高畫質原住民科學教

育 3D動畫「飛鼠部落」在她的努力下正式

開拍。經過五年的長時間苦心製作，總共七

集的「飛鼠部落」亮麗登場，並於 2013年

10月一舉拿下第 48屆電視金鐘獎「動畫節

目」獎之殊榮。

開啟一段與原住民的緣分

傅麗玉回憶道，當她剛從學校畢業後，

到新竹橫山國中任教時，心裡總對高踞在山

的另一邊，當時還被列為管制區的新竹尖石

鄉感到無限的嚮往與好奇。「我常想，那裡

都居住著什麼樣的人？是像小時候所看到

的，總穿著鮮豔色彩衣服的原住民

嗎？」一股強烈想要和他們接

觸，了解、探索的欲望，在

她的心裡總是不時竄出，撩

動她。

30幾年前，許多人對於原住民並不了

解，甚至因為生活環境的不同，而產生某方

面的誤解與隔閡。但對傅麗玉來說，卻像是

她最深愛的科學一樣，愈是未知愈能引發她

的興趣。

「從小我就喜歡拆卸電器，看它的構

造。像是收音機，一般孩子就是聽而已，我

常常是一直查看背後，研究為什麼會有說話

的聲音。」只是當時，工作與家庭佔據了她

大部份的時間和生活，儘管心裡一直有股聲

音，她卻始終沒能真正付諸行動。「或許是

和原住民的緣分還沒到吧！」說到這，傅麗

玉忍不住莞爾一笑。

直到 1989年她出國深造，1995年回

國，在想更上層樓的發展中她考進了清華大

學師資培育中心。她笑說，「我剛從國外回

來時，是在新竹寶山國中教書。當時，我總

想當國中老師，不管我再怎樣努力、盡職，

一班就只有 27位學生，能影響的也就只有這

樣了，實在有限呀！」她不禁嘆了口氣。但

或許此時就是她和原住民的緣分正要開始，

1  頭前溪向前走─原住民孩子與平地孩子合作測水質。 
（傅麗玉提供）

2  傅麗玉一直致力於原住民文化的活動。

3  傅麗玉在原住民科學教育上十分用心。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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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正值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對外招聘，

她不僅一舉考上，也從此改寫了她的人生。

「1997年是我和原住民結緣的開始！」

傅麗玉說，「當時，苗栗泰安部落裡有所學

校校長來到清華，他想要找人過去部落裡的

學校演講，結果他隨便敲門，竟就敲上了我

的門。」談起這段往事，傅麗玉笑得好開心。

她和校長當下不僅相談甚歡，從未對外演講

過，也沒有接觸過原住民的她，隨口談及自

己的專業，演講內容和主題，當下就拍板定

案為「原住民的科學教育」。

「很快，對吧！」傅麗玉笑得雙眼都瞇

了起來。她說，一切的過程看似倉促，她卻

足足準備了3個多月，非常緊張。到了當天，

她一大早即開車出門，循著不熟悉且陌生的

山路，蜿蜒盤旋到苗栗南庄的部落中，「事

後，校長要給我車馬費，我說，給錢還不如

給我一些屬於原住民的東西讓我作紀念。」

她強調，在她眼中原住民的一切都是寶，其

價值遠非金錢所能比擬。

鼓吹原住民文化價值與精髓

「譬如冒險、犯難、分享、照顧、勇敢

等原住民精神，不都是現代學校教育中所強

調的嗎？可是這些，卻都是一直存在於原住

民的社會裡，從他們懂得並開始與山林共生

共存的那一刻開始，他們早就了解，並深知

自然環保的重要性。吃多少、打多少，絕不

過度浪費、損耗生命，這些不都是現今的主

流價值嗎？」

傅麗玉分析道，早年外界忽略原住民

的價值，是因為彼此的生活方式與環境的不

同，其間的差異對原住民產生的衝擊，容易

讓他們迷失，「可是現在，再回頭看看原住

民一直以來所強調的精神，不都是許多為人

父母所希望孩子必須具備的一切嗎？」說到

這，她輕嘆了口氣。

在接觸原住民近二十年的過程中，傅麗

玉坦承，在看到他們美好一面的同時，當然

也了解現今社會中他們所必須面對的難題，

「但我常認為，遇到困難是提升能力的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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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問題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法。」她強調，

一旦有問題產生的時候，其實問題就已經是

解決了一半。「最怕的是，根本不知道問題

在哪裡。」

勇於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是傅麗玉自

勉，也是她一直告訴身邊原住民青少年朋友

的話，她以自身為例。「早年，我在橫山國

中教書時，提到物理化學等原子、分子之類

的概念時，不管我再怎麼解釋，學生就是聽

不懂、就是一頭霧水。」三十幾年前，在教

具這類的概念還沒有正式發展時，為了突破

困境，傅麗玉就已經想出利用圓形的蛋糕盒

及保麗龍做出實際的分子和原子，並透過遊

戲的方式，將孩子每個人編號具體呈現出化

學元素週期表，讓他們更能實際掌握。「他

們不懂，不是因為困難，而是因為這類的概

念都是虛擬的，看不見也摸不著，只要能讓

他們實際應用，自然就容易多了。」

誠如當初她在創作「飛鼠部落」3D動

畫時，如何詮釋一般人以為艱澀的科學教育

並讓原住民孩子了解，同時，透過這部動畫

讓更多人知道原住民珍貴的文化價值，傅麗

玉著實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時間，「常常都待

在部落中直到三更半夜。」事後回想，她大

笑，但強調還是值得。

已是原住民，她愛他們的一切，以後也

將繼續為原住民而努力。目前，她仍致力於

原住民科學教育研究計畫，從網路到 3D動

畫，到相關的基礎教育活動，她樂此不疲。

什麼時候會累，打算休息，傅麗玉再度大

笑，應該永遠沒有這麼一天吧！

4  傅麗玉正和泰雅族耆老黑帶巴彥研究傳統捕魚
工具「魚荃」。

5  第一次拜訪史擷詠工作室。（傅麗玉提供）

6  無論是原住民族學童或非原住民族學童，這套
「雲端飛鼠部落科學遊戲繪本」，讓科學學習
更靈活。（傅麗玉提供）

7  創作《飛鼠部落》時的討論、製作畫面。

7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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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推手–傅麗玉教授

劉辰岫 | 特約文字編輯
林茂榮 | 攝影

一般民眾對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的了解，

多半以為只有音樂、藝術和舞蹈是他們

與生俱來的能力，很少會認為科學和技

術是原住民族的專長。其實，因為城鄉

差距與文化差異，導致原住民族對於西

方科學的認知和科學學習方式不同於主

流社會。堅信原住民族是天生科學家的

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傅麗玉教授，十

幾年來走遍全台的原住民部落，甚至遠

赴阿拉斯加與南美洲，結合數位網路、

動畫和動手作科學等方式，以部落在地

文化推廣原住民族科學，且在2013年以

原住民3D科學動畫作品，榮獲第48屆電視金鐘獎的「動畫節目獎」。

原本專攻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傅教授，會踏入原住民族科學教育領域可說是個

意外的機緣，也可能是老天給的任務。1995年從美國西維吉尼亞大學和卡內基美崙

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先在一所偏鄉小校任教。 1997年剛到清華大學任教時，向

國科會（現為科技部）提了一項計畫，期望以科學史編寫科學課程，卻因為到苗栗

縣泰安鄉原住民部落的一場演講，讓她看到原住民部落的自然環境其實有很豐富的

科學學習題材，原住民孩子的科學學習是可以很有趣的。這次的演講經驗讓她在心

中萌生了投入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念頭。從部落回來之後，馬上再寫了另一個計

畫，就這樣踏上原住民族科學教育之路，至今近二十年，依舊熱情不減。傅教授指

出，「我們在課本裡讀到的科學和生活其實是有差距的，而透過哲學思維轉化的教

學設計，科學世界和生活世界是緊密連結的。」

兒時經驗的啓發

會投入原住民族教育領域其實也有一個很特別的故事。傅教授提到自己剛剛上

小學時，因為家裡只講台語，幼稚園也以台語學習，小學老師所說的話，她一句也

聽不懂，更看不懂課本的字。跟不上課堂的學習進度，不會寫功課，考個40分就已

經很高興。老師還認為她有智能障礙，殊不知對她來說，國語竟然是個全新的語

言。

後來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全家搬到台北。在新的學校中，一位完全聽不懂台

語的老師了解她的困難，耐心給予很多的協助，才讓她漸漸跟上班上其他同學，不

到一年的時間，成為全班前3名。這個生命經驗讓她深刻體認到學習弱勢者遭遇學習

困難的痛苦，因此堅信許多的學習低成就，其實非關天生資質，而是缺乏合適的環

境、師資、資源與學習方式。

小時候，傅教授的父親在台鋁擔任技師，下班時間最愛做的事情就是動手做實

傅麗玉教授認為動手做是在部落推廣科學最

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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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和發明，她常常擔任父親的實驗小助手，因此養成了動手做的習慣，也可以說是

她最早接受到的科學教育。所以日後在部落推廣科學時，動手操作一定是最基本的

過程。小朋友從製作竹筒槍開始，不斷改良和試驗作品，最後她再將基礎的力學原

理像是虎克定律和槓桿原理帶入做連結，讓小朋友不覺得科學很生澀。

以新竹尖石鄉與泰安鄉的部落為起點，接下來十餘年傅教授和她先生幾乎跑遍

了全台的原住民部落，包括蘭嶼。她對該地達悟族利用自然資源解決民生問題的方

式印象特別深刻。例如，一般水利工程習慣使用工業量產的水泥管將水源導向居住

區域或農地，但是當地原住民卻用傳統的砌石工法，以石頭取代水泥，大幅降低工

程經費，又符合生態。又如，將野生的魚藤搗碎，作為魚的麻醉劑，用來捕魚，耆

老也只准許部落同胞用毒性低的魚藤，避免造成自然環境的永久損害，讓人和大自

然可以永續共存。

很多人認為原住民族不適合學科學，但從這些例子看來，很明顯是錯誤的。傅

教授認為原住民族會用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與大自然對話，並在這個過程中衍生出屬

於他們的科學，雖然骨子裡頭與西方的科學相同，但卻又多了一層人性的特質。她

更認為，學習原住民族理解科學的方式，很可能會帶給西方科學另一種新面貌。

運用新媒體推廣科學

傅教授除了到偏遠山區教原住民族科學，也發展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網站「飛鼠

部落」，豐富的科學知識，讓缺乏學習資源的偏遠部落也能在線上學習。後來更延

伸出互動式的「衛星學院」，讓原住民學生能在線上直接向遠端的小老師問問題解

惑。社群網站興起，她又開始尋找新的教學媒材，就是科學動畫以及目前已經辦理6

屆的「原住民雲端科展」。無遠弗屆的雲端世界，是原鄉最能發揮的場域。

一開始傅教授以為做動畫是件很簡單的事，似乎只要找動畫師製作就好了，但後來

才發現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自己還必須研讀動畫製作的技巧，學習寫劇本和故

事。頭三年，做出來的3集動畫都因為自己不滿意而作廢。之後重組團隊，重新製

作。很幸運地找到了王世偉和陳明和兩位導演參與，以及得過3次金馬獎的史擷詠教

授來製作配樂，如此優秀的團隊讓作品獲得了第48屆的電視金鐘獎。

「要想辦法」一直是傅教授面對問題時對自己不斷說的話，也是從小父母親教導她

的觀念，因此無論是面對原住民族的科學教育工作，或初期科學動畫製作上的挫

折，她都能抱持著樂觀積極態度，勇敢面對問題，想出對策。

科學傳播者也是文化推廣者

傅教授特別提及家人對於她工作的支持，除了父母小時候的影響，她先生也常

利用假日，開車陪她進入部落一起工作。「不要吝嗇和家人分享工作，分享的過程

中也能得到很多新的靈感。」

對於未來有什麼計畫，傅教授說原本計劃要退休，但又發現自己有太多事情想

要貢獻給這片土地。舉例來說，從她在各部落推廣科學的經驗，感受到原住民族女

性對科學知識特別熱忱，往往主動發問和回答的參與者都是女性。傅教授認為可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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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傳統上女性在部落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關。當男人在外工作時，婦女要照顧全家

的起居生活，因此對生活知識特別感興趣。「無論國內外，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

裡，婦女是部落自然知識的重要傳遞者，女性的身體、內心、心靈以及心智中，有

著與生俱來的自然智慧。」她認為科學教育必須重視原住民族女性在科學界可能創

造的「不同」，而不是強調原住民族女性應達到與主流社會男性所主導的科學的

「相同」。「我們期望給科學領域一個機會，讓原住民族女性的特質發揮在科學領

域，為人類的科學發現一條更幸福的路。」

「科學是一種文化，因為人而存在。」形式上，傅教授雖然做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的推廣，但從宏觀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將科學在地化、人性化和生活化的過程，

也是延續科學智慧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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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PeoPo 公民新聞 2015 年 7 月 30 日報導 Halau(花環)延壽得佳作 吉貝耍

國中生傳承阿嬤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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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PeoPo 公民新聞 2015 年 7 月 21 日報導 飛鼠不笨 - 飛鼠部落科學館在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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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小學生登清華大學講堂論科學 光武‧頂埔聯盟獲特優 
 

  

科技生活記者：葉玉琴 報導(2015/5/28) 
第一屆「竹竹科學贏家─科學論證賽」於昨（27）日在國立清

華大學舉辦決賽，總共有 18 支隊伍參加，他們登上大學殿堂的

講台，進行激烈的科學論證賽，最後由光武國中與頂埔國小組

成的「飛鼠」隊獲得特優獎，每位成員獲小平板電腦一台。 

 
「竹竹科學贏家─科學論證賽」是一個考驗團隊合作與科學認

知的比賽，每一小隊由四個國中生與六個國小生組成。過去一

個月當中，他們參加《雲端飛鼠部落科學遊戲繪本》六集闖關

成功，取得全體隊員與繪本故事角色合照，上傳至活動雲端平

台，才能獲得正式參賽資格。 

 
接著每一小隊從六集繪本的科學故事中，選出一集，針對其中

的科學原理，清華大學小額補助材料費，各小隊自行設計實驗，寫成小論文，並且將口頭發表製成

5 分鐘的影音檔，由主辦單位清華大學邀請相關領域專家、科學家與科學教師進行線上評審，選出

18 個最強小隊展開最激烈的決賽。最後由新竹市立光武國中與頂埔國小組成的「飛鼠」隊獲得特

優獎，「科學阿嬤 2000」、「幸運四葉草」、「實驗者聯盟」（新竹市立育賢國中與民富國小）、

「東園國小 E」（新竹市立培英國中與東園國小）獲得優勝，最佳人氣獎由「東園國小 G」獲得。 

 
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林聖芬表示，清華大學推廣科學教育不遺餘力，提供各式各樣的活動場域，讓

小朋友早早就能接觸科學創新，讓科學教育往下紮根。也期望有朝一日，這些科學種籽能夠成為未

來清華的一份子。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傅麗玉指出，整個活動的歷程經驗有助於激發參加的學生發揮其不同的智能。透

過《雲端飛鼠部落科學遊戲繪本》的多元文化科學活動為題材，以趣味、活潑、動手做、主動思考

論證與合作學習方式，學習到相關科學主題知識。她強調，用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語言說科學，科

學就是自己的。 

 
參與活動的建功國中學生王鴻軒表示，在時間有限的情形下，討論出主題與實驗，大家都很辛苦，

收穫也很多。 

 
特優獎小隊成員每人可獲清華網路文教基金會贊助的小平板電腦一台。優勝小隊成員每人可獲限量

金鐘獎動畫「再探飛鼠部落」隨身碟與文具。 

 

■清大副校長林聖芬（左起）、

優勝隊伍「飛鼠」、副學務長孫

毓璋、傅麗玉教授合影留念(本
圖由清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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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帶領小學生 齊聚清大論證科學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 2015 年 5 月 27 日 下午 5:30 

第一屆「竹竹科學贏家-科學論證賽」今天（27 號）在國立清華大學舉行決賽，

共有國中生帶領國小生的 15 支隊伍，在大學講臺上發表科學實驗的原理，最後

選出 1 組特優、4 組優勝隊伍頒獎表揚。 

參與「竹竹科學贏家-科學論證賽」決賽的隊員，由 4 位國中生帶領 6 位國小生

組成，每隊成員先參加《雲端飛鼠部落科學遊戲繪本》6 集闖關，成功取得全體

隊員與繪本故事角色合照，上傳活動雲端平臺後，再從 6 集繪本的科學故事中挑

選 1 集，針對其中的科學原理自行設計實驗，寫成小論文，並製作成 5 分鐘影音

檔，在決賽時上臺口頭發表，活動主持人、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傅麗

玉表示，希望這項比賽讓學生有機會用自己的語言，說科學的故事。 

在進入決賽 15 支隊伍當中，最後選出飛鼠（新竹市光武國中與頂埔國小）獲選

特優，實驗者聯盟（新竹市育賢國中與民富國小）、東園國小Ｅ隊（新竹市培英

國中與東園國小）、幸運四葉草（新竹市育賢國中與民富國小）、科學阿嬤 2000

（新竹市育賢國中與民富國小）等隊伍獲得優勝，另外有 10 支隊伍則獲頒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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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科學論證賽 國中小學生論科學 
2015-05-27 18:26  
〔記者洪美秀／竹市報導〕 150 多名中小學生齊聚清大合勤廳大講堂，這群不到 15
歲的學生興奮上大學講台發表科學論文，第一屆竹竹科學贏家 -科學論證賽，讓國中

小學生一圓上台發表論文夢想， 18 支隊伍經過精采激烈的科學論證，由光武國中與

頂埔國小組成的「飛鼠」隊獲得特優獎，每位成員可獲小平板電腦一台。  
 

 

清華大學舉辦第一屆竹竹科學贏家 -科學論證賽，讓國中小學生一圓上台發表論文夢

想， 18 支隊伍發揮合作精神上台發表科學論文，有趣又精采。（記者洪美秀攝）  
 

 

清華大學舉辦第一屆竹竹科學贏家 -科學論證賽，讓國中小學生一圓上台發表論文夢

想， 18 支隊伍發揮合作精神上台發表科學論文，有趣又精采。（記者洪美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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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表示，竹竹科學贏家 -科學論證賽考驗團隊合作與科學認知，每一小隊由 4 個國

中生與 6 個國小生組成。過去一個月，組隊的學生都參加「雲端飛鼠部落科學遊戲

繪本」6 集闖關成功，取得全體隊員與繪本故事角色合照，上傳至活動雲端平台，才

能獲得正式參賽資格。  
接著每一小隊從 6 集繪本的科學故事中，要選出一集，針對其中的科學原理，由清

大小額補助材料費，各小隊自行設計實驗，寫成小論文，且發表製成 5 分鐘影音檔，

再由清大邀請專家、科學家線上評審，選出 18 個小隊進入決賽。  
進入決賽的學生團隊今天下午在清大的講台發表論文，大家都全力以赴，表現沉穩，

最後由新竹市立光武國中與頂埔國小組成的「飛鼠」隊獲得特優獎，「科學阿嬤 2000」、
「幸運四葉草」、「實驗者聯盟」（新竹市立育賢國中與民富國小）、「東園國小 E」

（新竹市立培英國中與東園國小）獲優勝。最佳人氣獎是「東園國小 G」。  
主導此計畫的教授傅麗玉說，此活動能激發學生發揮不同的智能，透過「雲端飛鼠

部落科學遊戲繪本」多元文化科學活動，讓學生用趣味、動手做、主動思考論證與

合作學習方式學習，如此的科學就是自己的，未來會繼續舉辦，讓科學實驗與論證

從小扎根，每個都可能是未來科學家。  
自由時報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 2015 The Liberty Time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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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 2015-05-27-國中小學生登清大講堂論証科學決賽 
光武-頂埔「飛鼠」聯盟榮獲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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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53 民視新聞台 2015 年 04 月 01 日錄製「科技面對面」節目專訪科學動畫製作人與

導演「讓人目不轉睛的科普動畫」於 2015 年 5 月 17 日播出 

科技部『科技面對面』電視座談會錄影流程 

一、 錄影時間：4 月 1 日（三）15:00~16:00  

二、 來賓報到時間：4 月 1 日（三）14:30 

三、 報到地點：台北市八德路三段 30 號 15 樓民視電視公司 

四、 播出日期：5 月 15 日（日） 

五、 播出頻道：CH53 民視新聞台 

六、 邀請來賓: 

 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傅麗玉教授                   

 原金國際有限公司             高逸峯導演 

 聖工坊有限公司               洪聖發製作人 

 和利得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林玉雲總監 

七、 主持人：何文堯 

八、 節目名稱：『科技面對面』 

九、討論議題： 

議題一: 科普動畫案例 1- 

  清華大學、原金國際「飛鼠部落」 

議題二: 科普動畫案例 2- 

      聖工坊有限公司「氣候變遷下的抉擇」、「承諾一個乾淨的未來」 

議題三: 科普動畫案例 3- 

      和利得多媒體「綠天使偵碳社」、「機器人納瑞奇」 

議題四: 用動畫說科學大不易-科普動畫的現況與願景 

 

 
聯絡人：民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偉峻 02-25702570 分機 8769 

50



 
 

 

51



 

教育電臺主持人蕭曼屏主持"生活 In Design"節目現場訪問"雲端飛鼠部落科學遊

戲繪本"計畫推廣   

 

主題: 從"雲端裡的科學遊戲‐_雲端飛鼠部落科學遊戲繪本計劃" 

節目名稱: 生活 In Design 

訪問方式: 現場訪問 

訪問時間: 2015/05/04(週一) 上午 09:20‐ 10: 00(約 40分鐘) 

到場時間: 現場前 20 分鐘(約九點) 

錄音室:306 室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1號教育廣播電臺(建國中學大門對面.植物園大門入

內.荷花池旁) 

頻率:全國調頻網 FM101.7 

主持人 : 蕭曼屏 

聯絡方式:(02)23880600 #215 

大綱: 

1.  雲端科技在教育公益運用的優勢與教育界現今的運用現狀? 

2. 雲端飛鼠部落科學遊戲繪本計劃介紹 

3.使用說明簡要介紹 

4.其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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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鼠部落」一九九七

傅麗玉 | 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飛鼠部落」的孕育：1997～2000年

1997年年初筆者剛到清華大學任教，當

年5月6日以「從世界觀探討原住民中小

學課程發展與教材教法設計」為題，在

苗栗縣一個關於原住民教育的研討會中

演講。這是筆者在部落的第一場演講，

也是第一次有機會和部落的老師族人一

起吃飯聊天。只是半日的互動，卻彷彿

是到部落用「心」聽了族人一場無聲的

演講。

回程中心中掛念著許多疑問：「為什麼從事科學教育的我，竟然從未知覺到原住民

族部落有這麼豐富的自然智慧？科學教育對原住民族學習者的意義是什麼？原住民

族文化對科學教育的意義是什麼？」

「飛鼠部落」網站的基礎研究就是從這場演講之後，1997年國科會（現今的科技

部）補助的計畫「從以世界觀為基礎之竹苗地區泰雅族國中理化學習活動設計」開

始。在部落經過3年的田野訪談與踏查，教材模組設計與試教，2000年完成25個以

泰雅族世界觀為基礎的科學學習模組。

期間多次受邀至大專院校與不同縣市中小學演講分享，尤其是偏鄉。然而，受限於

時空的限制，無法親自應邀到每一場演講。2000年的一個下午，與「清蔚園」伙伴

們的一場聊天，激發筆者把所開發的原住民科學學習模組放到網際網路的初步想

法。

網路不暢通的網站：2001～2004年

在2000年，建立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網站的確是一個非常新鮮的構想，因為那是一件

很困難的工作。當時網路不像現在這麼普及，而位在偏鄉的原住民族學校的網路更

是處於「網路末端」的困境。當時在部落學校上網的情況很慘，通常開機連網之

後，可以離開座位上洗手間，中途和學校老師學生聊聊，再回到電腦教室時，首頁

還下載不到半個畫面。這種困境反而是激發研究團隊鬥志的力量，因為越有研究開

發價值的工作，困難度越高。勇敢地面對網路不通的現實，先處理「飛鼠部落」網

站的內容。

2001年國科會補助計畫「飛鼠部落網站：泰雅族世界觀導向之科學學習活動網站開

發與研究計畫 （I）（II）（III）」，讓我們在建置「飛鼠部落」網站的基本內容

時，也能開發網路結合實體的活動模式。為了力求「飛鼠部落」網站學習內容的正

確，而且必須符合部落科學教育的需求，即使部落的網路不通暢，也要想辦法請部

落族人檢視網站內容與網頁的流暢程度。我們的做法是以遊覽車接送部落族人往返

「再探飛鼠部落」3D科學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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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和部落，邀請部落族人到清華大學的電腦教室，在專人的協助下檢視網

頁。

「飛鼠部落」網站的英文網址是http://www.yabit.org.tw/，中文網址是飛鼠部落.臺

灣。「飛鼠部落」網站的基本學習區包括「部落采風」、「飛鼠豐年祭」、

「PaPak-Waqa 玩科學」、「飛鼠好閱讀」與「新聞報導」。

Papaq-Waqa在泰雅族語言中的意思是大霸尖山。「部落采風」與「飛鼠豐年祭」

提供進一步了解泰雅族部落生活的全貌，也讓泰雅族學生與族人參與製作網頁，展

示學生以攝影機或畫筆所記錄描繪的部落風光與生活實況。「PaPak-Waqa 玩科

學」提供相關的科學遊戲，讓使用者感受到科學學習與原住民族生活的緊密關係。

「飛鼠好閱讀」收錄與原住民族相關的國內外出版書籍的簡介。「新聞報導」呈現

原住民族相關的新聞媒體報導。

實境和網路暢通的網站：2005～2009年

結合實體與網路的活動模式研發工作持續進行，2004年獲得國科會補助計畫「整合

「飛鼠部落」平臺與衛星應用技術之原住民科學教育學習模式研究（I）（II）

（III）」。前後推動「衛星學院」、「我家門前有大河」，以及「部落有衛星」3個

結合實體與網站互動的科學學習活動。

師生互動討論區 2004年「飛鼠部落」網站開始增設「衛星學院」學習區，前後8

年有一萬多位新竹地區的國中生上網，與網路導師討論課業問題。學生可以在網站

平臺提出各種課業或生活上的問題，也可以在網站上學習知識。網路導師會上網回

答問題，如果遇到無法回答的問題，也會透過「衛星學院」支援系統請相關領域的

教授或專家幫忙回答。

雖然「飛鼠部落」網站是一個原住民科學教育網站，整個學習平臺充滿原住民文化

特色，但「飛鼠部落」網站的「衛星學院」對不同族群、不同地區的國中生學習態

度的提升都有正向的影響。有些曾經參加「衛星學院」的國中生在成為大學生後，

主動擔任「飛鼠部落」網站活動的志工。

兼具科學與文化學習的活動 2007年「飛鼠部落」網站辦理「我家門前有大河」水

質檢測活動，實驗地點在新竹地區的母親之河─頭前溪，邀集新竹縣市頭前溪上游

至出海口，沿岸7所國中不同文化族群三百多位師生參加，並與阿拉斯加的學校連

線。水質檢測實驗利用電子儀器測量河水水質，包括酸鹼、溫度、混濁，利用電腦

軟體分析產生圖表，上傳實驗數據與圖表到「飛鼠部落」網站，以便交流討論實驗

結果。期間還安排水質檢測儀器操作研習、頭前溪田野調查、專家諮詢等實體活

動。

最後的總結實體活動「頭前溪向前走」，所有參加「我家門前有大河」的師生順著

頭前溪從出海口南寮出發，沿路一邊聽不同族群的耆老說頭前溪的故事，一邊完成

頭前溪7個測試點的水質檢測，終點是頭前溪的發源地尖石鄉。大家一起在尖石國中

吃泰雅族的竹筒飯午餐，一起玩泰雅竹槍。參加「飛鼠部落衛星學院」的學校中，

有幾所學校曾在新竹縣科學展覽中以水質與環境相關主題作品獲佳作、最佳鄉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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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獎，甚至第一名。

整合科學學習與文化產業 「部落有衛星」是「飛鼠部落」網站平臺整合科學學習

與部落文化產業所推動的四年科普活動。以原住民部落的自然生態、社會及文化內

涵為背景，以原住民族部落在地民眾或一般大眾為對象，結合衛星應用科技學習與

原住民部落旅遊的休閒模式，發展適合原住民部落場域的衛星科技應用的科普活

動。結合科學學習與原住民族部落在地文化，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科學旅遊的產業活

動。

躍上雲端的網站：2009年～

2009年「飛鼠部落」網站開始推出雲端的科學學習活動，有2009年開始的「原住民

華碩科教獎」、2011年推出的「飛鼠部落科學動畫」活動，以及2013年的「原住民

族文化的學科教學模組雲端研習班」與「WOLF教學模組產生器」等多項雲端活動

專區。參與活動的人數總計超過2萬人。

多元文化教學資源 筆者的研究團隊於2011年完成一系列「飛鼠部落」原住民族3D

科學動畫電影，同時在製作過程中首創「原住民族科學動畫3D元件數位典藏資料

庫」。本區不只提供教師「飛鼠部落」原住民科學動畫的故事與科學相關影音教

材，而且各集有影片觀賞後的評量題庫，教師可以帶領學生直接採用題庫進行評

量。這個題庫也是這系列科學動畫在電視播映時，辦理大眾有獎徵答活動的題庫。

此外，不定期有飛鼠部落動畫雲端研習活動。

原住民雲端科展 2009年臺灣首屆原住民族雲端科學展覽「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ASUS Indigenous Science Education Award，簡稱AISEA），在「飛鼠部落」網

站辦理，到2013年進入第5屆。全國原住民中小學生都可組隊報名參展，由一位學

校教師或原住民族籍人士擔任指導教師，不一定要透過學校報名。參展作品的主題

範圍包括部落特產的文化與科學、部落手工藝的文化與科學、部落植物的文化與科

學、部落動物的文化與科學、部落音樂的文化與科學、部落母語的文化與科學。

不同於一般的科學展覽看板的形式，在整個科展活動過程中，從報名到繳交作品，

參加的中小學生都不需要離開部落，因為整個歷程都在「飛鼠部落」網站上進行。

口頭報告與評審問答也透過網路視訊進行，只要在學校或家中就可以與評審委員問

答。

每件作品有一位原住民耆老或原住民文史專家與一位科學領域專家共同擔任評審委

員。初審階段，評審委員必須在「飛鼠部落」平臺的活動區審閱作品的研究報告書

面資料與研究歷程的3分鐘短片。複審階段則由參展團隊學生提出20分鐘遠距視訊口

頭簡報，並且回答評審委員的提問。

WOLF教學模組產生器 2012年「飛鼠部落」網站中建置一套WOLF教學模組分享

與製作系統，又稱「WOLF教學模組產生器」，以輔助中小學教師設計原住民族文

化的學科教學模組。使用者進入系統後，輸入關鍵字就可獲得一套系統產生的教學

模組。使用者反應顯示，WOLF模組產生器具備可行性與可用性，有助於教師以原

住民族文化為基礎，發展學科教學模組，引發更多教師專家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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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更多學科教學模組，豐富中小學校課程與教學的多元文化教育內涵。

雲端研習班 2013年2月至3月間，「飛鼠部落」網站開辦為期8天的「WOLF教學

模組」雲端研習班，之後繼續辦理數個梯次，超過100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在職教師與

師資生參加研習。參加學員在始業式時段進「飛鼠部落」網站的研習區報到，並在

研習期間進入討論區發言討論，完成前後測問卷填寫，準時於研習課程結束時繳交

教學模組製作成品，就可獲核給研習時數。學員完成的教學模組作品都參加2013年

「原住民族世界觀導向教學模組」競賽。

教師學員與師資生學員的文字表達顯示，無論師資生或在職教師都需要專業互動，

但礙於平日教學時間，教師的專業互動需要更容易使用、更具彈性，且更有行動力

的平臺。「飛鼠部落」網站的「WOLF教學模組」雲端研習班正是符合這種需求的

一個平臺。

根據2009年公布的「原住民教育白皮書」，「原住民族科學教育」是原住民族教育

的重要議題。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有其認知世界的方法，透過各族的祖訓、社會組

織、狩獵漁撈、禁忌、祭儀、樂舞等具體實踐並傳承。部落的親身經驗讓筆者認知

到原住民科學教育的研發與推動，必須由部落的族人、耆老、學校與師生共同參

與，主動引導結合科學教育相關專業與資源，才能永續推動真正符合原住民族所需

的科學教育。

「飛鼠部落」網站從部落文化的智慧中萌芽，生根在部落的土地，不斷運用日新月

異的科技發展多樣化的原住民族科學教育活動，拓展師生的科學學習經驗。不只是

教師的教學資源，也是一種多樣化、行動化、彈性化與跨越時空的學習場域。使用

者依照實際教學或個人的需求，可直接參與網站的平臺活動，也能應用平臺辦理活

動，甚至可以應用平臺的活動模式，自行在原住民族地區為學校或社區辦理學習活

動或學習型的旅遊產業活動。

「飛鼠部落」網站期望能讓大家看到文化與科學的關係，族人能應用科技創造屬於

部落的產業與經濟。科學教育、科技與產業經濟三者必須一體發展，科學教育才有

機會生根，部落的族人、耆老、學校與師生也必須全體啟動參與的機制。

日期：2015/4/8

本單元學術名稱：人文及社會科學 > 教育學

標籤：原住民雲端

731 瀏覽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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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鼠部落」的孕育：1997 ～ 2000 年

1997年年初筆者剛到清華大學任教，當年 5月 6日以「從世界觀探討原住民中小學課程
發展與教材教法設計」為題，在苗栗縣一個關於原住民教育的研討會中演講。這是筆者在部

落的第一場演講，也是第一次有機會和部落的老師族人一起吃飯聊天。只是半日的互動，卻

彷彿是到部落用「心」聽了族人一場無聲的演講。

回程中心中掛念著許多疑問：「為什麼從事科學教育的我，竟然從未知覺到原住民族部

落有這麼豐富的自然智慧？科學教育對原住民族學習者的意義是什麼？原住民族文化對科學

教育的意義是什麼？」

「飛鼠部落」網站的基礎研究就是從這場演講之後，1997年國科會（現今的科技部）補
助的計畫「從以世界觀為基礎之竹苗地區泰雅族國中理化學習活動設計」開始。在部落經過

3年的田野訪談與踏查，教材模組設計與試教，2000年完成 25個以泰雅族世界觀為基礎的科
學學習模組。

期間多次受邀至大專院校與不同縣市中小學演講分享，尤其是偏鄉。然而，受限於時空

的限制，無法親自應邀到每一場演講。2000年的一個下午，與「清蔚園」伙伴們的一場聊天，
激發筆者把所開發的原住民科學學習模組放到網際網路的初步想法。

網路不暢通的網站：2001 ～ 2004 年

在 2000年，建立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網站的確是一個非常新鮮的構想，因為那是一件很
困難的工作。當時網路不像現在這麼普及，而位在偏鄉的原住民族學校的網路更是處於「網

路末端」的困境。當時在部落學校上網的情況很慘，通常開機連網之後，可以離開座位上洗

一九九七
「飛鼠部落」網站整合了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並落實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於科學學習，

是一個原住民族傳統智慧與科學學習的平台。 

■ 傅麗玉

「飛鼠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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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間，中途和學校老師學生聊聊，再回到

電腦教室時，首頁還下載不到半個畫面。

這種困境反而是激發研究團隊鬥志的力量，

因為越有研究開發價值的工作，困難度越

高。勇敢地面對網路不通的現實，先處理

「飛鼠部落」網站的內容。

2001年國科會補助計畫「飛鼠部落網
站：泰雅族世界觀導向之科學學習活動網

站開發與研究計畫 （I）（II）（III）」，讓
我們在建置「飛鼠部落」網站的基本內容

時，也能開發網路結合實體的活動模式。

為了力求「飛鼠部落」網站學習內容的正

確，而且必須符合部落科學教育的需求，

即使部落的網路不通暢，也要想辦法請部

落族人檢視網站內容與網頁的流暢程度。

我們的做法是以遊覽車接送部落族人往返

清華大學和部落，邀請部落族人到清華大

學的電腦教室，在專人的協助下檢視網頁。

「飛鼠部落」網站的英文網址是 http://
www.yabit.org.tw，中文網址是飛鼠部落 .台
灣。「飛鼠部落」網站的基本學習區包括「部

落采風」、「飛鼠豐年祭」、「PaPak-Waqa 玩
科學」、「飛鼠好閱讀」與「新聞報導」。

Papaq-Waqa在泰雅族語言中的意思是
大霸尖山。「部落采風」與「飛鼠豐年祭」

提供進一步了解泰雅族部落生活的全貌，

也讓泰雅族學生與族人參與製作網頁，展

示學生以攝影機或畫筆所記錄描繪的部落

風光與生活實況。「PaPak-Waqa 玩科學」
提供相關的科學遊戲，讓使用者感受到科

學學習與原住民族生活的緊密關係。「飛鼠

好閱讀」收錄與原住民族相關的國內外出

版書籍的簡介。「新聞報導」呈現原住民族

相關的新聞媒體報導。

1997年開始在原住民族部落進行教材模組設計與試教

「飛鼠部落」網站首頁註冊標誌，主要由 STS三
個字母轉化成為一個飛鼠的圖案，STS代表「科技
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字母
的顏色採紅黃藍三原色，紅色象徵生命熱情，黃色

象徵大地陽光，藍色象徵自然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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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和網路暢通的網站：

2005 ～ 2009 年

結合實體與網路的活動模式研發工作

持續進行，2004年獲得國科會補助計畫
「整合「飛鼠部落」平台與衛星應用技術

之原住民科學教育學習模式研究（I）（II）
（III）」。前後推動「衛星學院」、「我家門
前有大河」，以及「部落有衛星」3個結合
實體與網站互動的科學學習活動。

師生互動討論區　2004年「飛鼠部落」
網站開始增設「衛星學院」學習區，前後

8年有一萬多位新竹地區的國中生上網，與
網路導師討論課業問題。學生可以在網站

平台提出各種課業或生活上的問題，也可

以在網站上學習知識。網路導師會上網回

答問題，如果遇到無法回答的問題，也會

透過「衛星學院」支援系統請相關領域的

教授或專家幫忙回答。

雖然「飛鼠部落」網站是一個原住民科

學教育網站，整個學習平台充滿原住民文化

特色，但「飛鼠部落」網站的「衛星學院」

對不同族群、不同地區的國中生學習態度的

提升都有正向的影響。有些曾經參加「衛星

學院」的國中生在成為大學生後，主動擔任

「飛鼠部落」網站活動的志工。

兼具科學與文化學習的活動　2007年
「飛鼠部落」網站辦理「我家門前有大河」

水質檢測活動，實驗地點在新竹地區的母親

之河 ─ 頭前溪，邀集新竹縣市頭前溪上游

在「我家門前有大河」的總結實體活動「頭前溪

向前走」中，參加學校的師生一起在頭前溪出海

口測水質。

2007年部落辦理「跨族群親子衛星科技學習營」，以部落的大自然環境為科學學習場域，幾乎每一梯次的報
名都是快速額滿。不只可以看到家長帶孩子一起參加，還有祖母帶著孫兒一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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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旅遊的休閒模式，發展適合原住民部落場

域的衛星科技應用的科普活動。結合科學學

習與原住民族部落在地文化，辦理原住民族

部落科學旅遊的產業活動。

躍上雲端的網站：2009 年～

2009年「飛鼠部落」網站開始推出雲
端的科學學習活動，有 2009年開始的「原
住民華碩科教獎」、2011年推出的「飛鼠部
落科學動畫」活動，以及 2013年的「原住
民族文化的學科教學模組雲端研習班」與

「WOLF教學模組產生器」等多項雲端活動
專區。參與活動的人數總計超過 2萬人。

多元文化教學資源　筆者的研究團隊

於 2011年完成一系列「飛鼠部落」原住民
族 3D科學動畫電影，同時在製作過程中首
創「原住民族科學動畫 3D元件數位典藏資
料庫」。本區不只提供教師「飛鼠部落」原

住民科學動畫的故事與科學相關影音教材，

而且各集有影片觀賞後的評量題庫，教師

可以帶領學生直接採用題庫進行評量。這

個題庫也是這系列科學動畫在電視播映時，

辦理大眾有獎徵答活動的題庫。此外，不

定期有飛鼠部落動畫雲端研習活動。

部落婦女學習認識部落的人造衛星圖，準備擔任部

落科學旅遊活動的導覽人員。

2009年「飛鼠部落」網站辦理國科會 50科學之旅
科普活動 ─ 飛鼠部落衛星密碼與奈米世界。

至出海口，沿岸 7所國中不同文化族群三百
多位師生參加，並與阿拉斯加的學校連線。

水質檢測實驗利用電子儀器測量河水水質，

包括酸鹼、溫度、混濁，利用電腦軟體分析

產生圖表，上傳實驗數據與圖表到「飛鼠部

落」網站，以便交流討論實驗結果。期間還

安排水質檢測儀器操作研習、頭前溪田野調

查、專家諮詢等實體活動。

最後的總結實體活動「頭前溪向前

走」，所有參加「我家門前有大河」的師生

順著頭前溪從出海口南寮出發，沿路一邊

聽不同族群的耆老說頭前溪的故事，一邊

完成頭前溪 7個測試點的水質檢測，終點
是頭前溪的發源地尖石鄉。大家一起在尖

石國中吃泰雅族的竹筒飯午餐，一起玩泰

雅竹槍。參加「飛鼠部落衛星學院」的學

校中，有幾所學校曾在新竹縣科學展覽中

以水質與環境相關主題作品獲佳作、最佳

鄉土教材獎，甚至第一名。

整合科學學習與文化產業　「部落有衛

星」是「飛鼠部落」網站平台整合科學學習

與部落文化產業所推動的四年科普活動。以

原住民部落的自然生態、社會及文化內涵為

背景，以原住民族部落在地民眾或一般大眾

為對象，結合衛星應用科技學習與原住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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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雲端科展　2009年台灣首屆
原住民族雲端科學展覽「原住民華碩科教

獎 」（ASUS Indigenous Science Education 
Award，簡稱 AISEA），在「飛鼠部落」網
站辦理，到 2013年進入第 5屆。全國原住
民中小學生都可組隊報名參展，由一位學校

教師或原住民族籍人士擔任指導教師，不一

定要透過學校報名。參展作品的主題範圍包

括部落特產的文化與科學、部落手工藝的文

化與科學、部落植物的文化與科學、部落動

物的文化與科學、部落音樂的文化與科學、

部落母語的文化與科學。

不同於一般的科學展覽看板的形式，在

整個科展活動過程中，從報名到繳交作品，

參加的中小學生都不需要離開部落，因為整

個歷程都在「飛鼠部落」網站上進行。口頭

報告與評審問答也透過網路視訊進行，只要

在學校或家中就可以與評審委員問答。

每件作品有一位原住民耆老或原住民

文史專家與一位科學領域專家共同擔任評

審委員。初審階段，評審委員必須在「飛

鼠部落」平台的活動區審閱作品的研究報

告書面資料與研究歷程的 3分鐘短片。複
審階段則由參展團隊學生提出 20分鐘遠距
視訊口頭簡報，並且回答評審委員的提問。

WOLF教學模組產生器　2012年「飛
鼠部落」網站中建置一套WOLF教學模組
分享與製作系統，又稱「WOLF教學模組
產生器」，以輔助中小學教師設計原住民

族文化的學科教學模組。使用者進入系統

後，輸入關鍵字就可獲得一套系統產生的

教學模組。使用者反應顯示，WOLF模組
產生器具備可行性與可用性，有助於教師

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基礎，發展學科教學模

組，引發更多教師專家以原住民族文化為

基礎研發更多學科教學模組，豐富中小學

校課程與教學的多元文化教育內涵。

雲端研習班　2013年 2月至 3月間，
「飛鼠部落」網站開辦為期 8天的「WOLF
教學模組」雲端研習班，之後繼續辦理數個

梯次，超過 100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在職教師
與師資生參加研習。參加學員在始業式時段

進「飛鼠部落」網站的研習區報到，並在研

習期間進入討論區發言討論，完成前後測問

卷填寫，準時於研習課程結束時繳交教學模

組製作成品，就可獲核給研習時數。學員完

成的教學模組作品都參加 2013年「原住民
族世界觀導向教學模組」競賽。

教師學員與師資生學員的文字表達顯

示，無論師資生或在職教師都需要專業互

動，但礙於平日教學時間，教師的專業互動

需要更容易使用、更具彈性，且更有行動力

的平台。「飛鼠部落」網站的「WOLF教學

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有其認知世界的方法，

透過各族的祖訓、社會組織、狩獵漁撈、禁忌、祭儀、樂舞等具體實踐並傳承。

「飛鼠部落原住民族 3D科學動畫系列」的「再探飛
鼠部落」榮獲 2013年電視金鐘獎的「動畫節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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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麗玉
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有其認知世界的方法，

透過各族的祖訓、社會組織、狩獵漁撈、禁忌、祭儀、樂舞等具體實踐並傳承。

必須由部落的族人、耆老、學校與師生共同參與，

主動引導結合科學教育相關專業與資源，

才能永續推動真正符合原住民族所需的科學教育。

模組」雲端研習班正是符合這種需求的一個

平台。

根據 2009年公布的「原住民教育白皮
書」，「原住民族科學教育」是原住民族教

育的重要議題。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有其

認知世界的方法，透過各族的祖訓、社會

組織、狩獵漁撈、禁忌、祭儀、樂舞等具

體實踐並傳承。部落的親身經驗讓筆者認

知到原住民科學教育的研發與推動，必須

由部落的族人、耆老、學校與師生共同參

與，主動引導結合科學教育相關專業與資

源，才能永續推動真正符合原住民族所需

的科學教育。

「飛鼠部落」網站從部落文化的智慧

中萌芽，生根在部落的土地，不斷運用日

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多樣化的原住民族科學

教育活動，拓展師生的科學學習經驗。不

只是教師的教學資源，也是一種多樣化、

行動化、彈性化與跨越時空的學習場域。

使用者依照實際教學或個人的需求，可直

接參與網站的平台活動，也能應用平台辦

理活動，甚至可以應用平台的活動模式，

自行在原住民族地區為學校或社區辦理學

習活動或學習型的旅遊產業活動。

「飛鼠部落」網站期望能讓大家看到

文化與科學的關係，族人能應用科技創造

屬於部落的產業與經濟。科學教育、科技

與產業經濟三者必須一體發展，科學教育

才有機會生根，部落的族人、耆老、學校

與師生也必須全體啟動參與的機制。
部落的原住民中小學生與在清華大學的評審透過網

路視訊進行口頭報告與問答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博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主委孫大川教授，以及傑出原住民族人擔任

2013年「原住民華碩科教獎」頒獎典禮的頒獎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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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清華大學簡介【水木清華】中文版。傅麗玉教授介紹「飛鼠部落原住民 3D 科學

動畫」http://www.media.nthu.edu.tw/media/show/id/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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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2014 年 11 月 26 日「有原來相會」（ 蔡文祥、姞荷主持)專訪 傅麗

玉有關華碩科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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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跡罕至之地，路途艱難但風景最美，

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一顆堅定的心！

長期在部落從事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傅麗玉，

把原住民族文化融入教育中，

用行動打破「原住民族不適合學數理科學」的刻板印象，

讓孩子從傳統智慧中找到生命力！

毅然投身部落教學的老師

傅麗玉
取材部落生活 點燃學習動力
撰文／張勵德　攝影／林以強　圖片提供／傅麗玉

從
事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17年的清華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教授傅麗玉，畢業自臺師大化學

系，原本只是個國中理化老師，偶然的機緣下考

上公費留學，返國後才剛進入清華大學任教，早

年接受苗栗泰安國中校長的請託，到山區部落演

講，從此一頭栽進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研究中。94

年迄今製作了「飛鼠部落」及「再探飛鼠部落」

兩個系列的原住民族 3D科學動畫，榮獲 102年

電視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

回憶起教學契機，傅麗玉臉上帶著一抹微笑

說：「人生真的充滿了偶然！」起因只是一場演

講結束後，她聽到部落耆老及老師感嘆：「原住

民孩子好像不適合學數理！」讓她感到不可思議，

「同樣是人、同樣是孩子，怎麼會因族群不同而

有學習差異？學習應是本能，怎能有原住民族子

數理不佳的刻板印象？」這個困惑促成了傅麗玉

的研究動機，就此，從平地走入山區，一生致力

於部落科學教育。

生活皆智慧 教材俯拾皆是
起初，從原住民族文化、生活相關題材中找

尋科學概念著手設計教材，希望連結部落文化與

科學，證明原住民族的孩子也能成為科學好手。

深入了解部落生活後，傅麗玉發現，原住民

族生活中其實處處充滿科學，「但為什麼學校的

科學教育從未注意到？」傅麗玉從此發想，何須

捨近求遠，只教西方科學資訊，而放棄原住民族

科學知識，應讓孩子從傳統原住民族智慧中學習，

此種科學教育融入豐富生活經驗，科學觀念更易

被接納，而不只侷限在紙上談兵。連結點線面教

學概念，把原住民族生活裡俯拾皆是的智慧融入

課程，像是孩子最常把玩的竹槍，成為教導虎克

定律的題材；傳統的織布紋路變成數學排列組合

的課材，讓孩子用簡單方式理解科學，進而愛上

學習。舉例而言，以往學校教孩子觀察河水溫度

變化，多半是用溫度計測量，但在部落耆老眼中，

看河水顏色就能判讀水溫高低；讓孩子認識植物，

也不只有課本中的生物分類方法，從原住民族文

化角度剖析，單以植物名就能窺知其意義，因此

以教科書為地基、生活細節為鋼架，科學基礎方

能顯得穩健。

為了推動此一教學，傅麗玉每周親赴新竹尖

石鄉、苗栗泰安鄉的泰雅族部落學校試教，花了

整整 6年時間走進部落，即便一堂課僅短短 2小

時，卻總是讓其耗費 6小時的來回車程，還不包

括事前準備時間，過程艱辛，但如今回想起來，

還是感到充實又滿足！ 

教學網路化 造福偏鄉角落
另外，傅麗玉也至全臺各地偏鄉演講推廣此

教學方案，並為了滿足偏鄉教師能便於運用此教

學方案，在網路還未普及的年代，傅麗玉率先在

現職：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泰雅族世界觀導向之科學學習   
 活動網站開發與研究」計畫主持人

學歷： 臺師大化學系、美國卡奈基美侖大
學應用歷史碩士、美國西維吉尼亞
大學課程與教學博士

經歷：高雄鳳林國中化學教師

　　　 新竹寶山國中莒光分部物理教師
　　　竹科實驗中學化學與電腦教師

傅
麗
玉

小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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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製作全臺第一個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網站「飛

鼠部落」，部落孩子上網就能學習，也把這種創

新的科學教育觀念散播至各個偏鄉角落。

傅麗玉進一步說，傳統科學學習課本缺乏生

活、文化的連結，對平地孩子或許影響不大，但

對原住民族學童來說，生活充滿先民智慧，然而

進入課本學習時卻與原住民文化絲毫無關聯性，

記憶無法快速累積。傅麗玉說：「部落的學童沒

有補習的機會，以往教學方式放棄連結生活與文

化，只注重課本內容，容易導致原住民孩子學習

動機低落，進而產生不適合學習科學的錯覺，真

的很可惜！」把學習整合部落文化，才能讓孩子

學出興趣、也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部落教學 6年內，幾乎沒有老師走進課堂

觀課，只願意承襲傳統教科書的教學方法，對於

顛覆刻板印象的教學理念，反而顯得格格不入，

甚至抗拒改變。」為了改變師長心態，傅麗玉從

5年前開始從教師培育著手，把部落文化產業、

科學教育和師資培育整合，辦理研習營，多年來

一共培育出二百多位老師，傳遞文化學習觀念種

子，至今師長創意也擴展飛鼠部落網站教學內容，

獲得廣大的回響。

多年部落耕耘已逐漸看見成果，不僅學生的

基測自然科分數明顯成長，95年尖石國中在全國

地球科學展中獲得佳作，之後更連續多年得獎。

她與有榮焉地提到：「曾有一個科展評審老師問

學生為什麼要做尖石鄉的水質檢測？學生天真地

回答『我想要知道家鄉的水是否健康！』這意味

著孩子透過傳統文化學習科學，不但產生興趣，

也開始發自內心關懷家鄉，對部落更有認同感。」 

但受限於經費及資源不足，原住民族學生空

有興趣或理念，卻總難以與平地學童競爭。傅麗

玉突發奇想花了 3年時間研發雲端科展平臺，以

「用網路做科展」，節省製作經費及時間，更透

過管道邀請華碩文教基金會冠名贊助，如今「原

住民華碩科教獎」已經進入第 5屆，成為偏鄉孩

童科學研究的盛事。

推廣科普教育 開始自製動畫
在一次偶然機會下，看見國科會（現今科技

部）推廣科普傳播教育，希望能製作屬於臺灣的

科普教育節目，傅麗玉看準孩子喜歡動畫，大膽

爭取此案，著手打造全世界無人做過的 HD畫質

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3D動畫影片。然而經過 3年

的招標，成果有限，索性自己當「老闆」，尋求

國內動畫師、導演，自組動畫團隊，就連大綱、

腳本，也都不假手他人，全部一手包辦。 

回想起來，除了要發想故事之外，還必須融

入正確的原住民族文化以及科學知識，「創意發

想過程真的很痛苦，經常寫到趴在桌上痛哭，連

作夢都在想著主角！」傅麗玉回憶著說。但她不

放棄，團隊努力了 6年，終於完成 7集、全長

154分鐘的「飛鼠部落」系列動畫，全程使用泰

雅族語發音，故事圍繞著主角泰雅族小男孩 tintin

的生活經驗，融入泰雅族文化中的傳統智慧與科

學教材，發展出有趣又生動的故事，在 100年 10

月甫推出就獲得極大好評。

有了觀眾的肯定，也給了傅麗玉繼續堅持下

去的動力，後來她擔任監製，又推出「再探飛鼠

部落」第二系列共 6集動畫節目，更一舉拿下

102年電視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的肯定。傅

麗玉說，能有如此佳績，全是有一群團隊作為創

作支柱。有了成功經驗之後，傅麗玉現在的腦海

中，已有近百個題材醞釀中，誓言要創作出觸控

式繪本，讓孩子能透過新科技學習。

被取名拉娃 已將部落當家
傅麗玉和泰雅族人建立起深厚情感，部落族

人早已將她視為泰雅族女兒，還幫她取名為「拉

娃」的原住民族名字。傅麗玉笑說：「我從小講

話就很大聲，剛到部落大家就叫我拉娃，後來我

才知道這是形容一個講話很大聲、很兇的女人！」

但她很開心族人將她視為親人，她也把每個族人

當作朋友，只要有任何問題找上她，總是二話不

說幫忙，部落彷彿就像是她第二個家。

94年族人送給傅麗玉一個大山豬牙，據部落

族人的說法，山豬牙必須是個勇敢、打過大獵物

的獵人才能擁有，讓她相當感動。「在我心中，

這個山豬牙就像是得到諾貝爾獎一樣榮耀！當時

拿到山豬牙後，馬上接到製作動畫案的機會，或

許山豬牙蘊含著祖靈交付的任務，我很榮幸自己

能夠完成！」

最後，傅麗玉認為，過去教育都希望能夠提

升原住民族的競爭力，但其實有生命力才會有熱

情；有希望才能發揮競爭力。教育應該是讓孩子

追求生命力，從學習中找到熱情，才有持續投入

的動力，競爭力自然就會提升。

傅麗玉強調：「教育不能失去文化根本，把

部落文化融入孩童的思想、血液中，未來孩子長

大才不會忘本，也能以同理心關心部落、故鄉。

期望有一天原住民族的孩子也能以自身力量幫助

別人，把原住民族給予、分享的觀念發揚光大，

人人可以互相幫助，國家社會才能進步，這就是

教育的最終目標！」

3

2

1

「飛鼠部落」動畫是世界首部，也是完全臺灣產學合作的

原住民族 3D科學動畫電影，從 94年開始獲得國科會補助
執行，由傅麗玉擔任製作人，團隊包括部落耆老、著名

音樂家史擷詠、動畫導演陳明河、王世偉等專業人士，

耗時近 6年完成第一系列 7集，全套由泰雅族語發音，
以部落生活經驗為故事架構，透過原住民族文化與智慧

介紹科普知識。第二系列「再探飛鼠部落」更獲得 102
年電視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的肯定。

焦
放映
點
臺灣人打造在地 3D動畫電影

1.  創作《飛鼠部落》時的動畫人偶模型。
2.  創作動畫時，團隊親赴尖石鄉探查，捕捉孩子活潑面容做為參考。
3. 傅麗玉與泰雅族人感情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樣親切。
4. 族人彩繪傅麗玉肖像並以石頭為創作素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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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部科學志工火車頭計畫成果發表會合照。

2.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洪瑞兒教授針對「科學美學評量」進行

專題演講。

3.清華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傅麗玉教授進行專題演講情形。

   

舒適閱覽 :     複製內文 

促進科學志工交流南臺科大舉辦 「科技部科學志工火車頭計畫成果發表會」

促進科學志工交流南臺科大舉辦 

「科技部科學志工火車頭計畫成果

發表會」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40624 

15:40:39) 科技部為增進全民的科

學素養與知能，積極地推動並辦理

諸多科普活動。為進一步擴大既有

的科學推廣成果，科技部透過科學

志工火車頭計畫，希望邀集對科學

有興趣的志工夥伴共同參與推廣科

普活動。本年度科學志工火車頭計

畫由南臺科技大學高家斌副教授及

正修科技大學簡惠閔副教授共同主

持，召募對象為全國各大專院校、

高中(職)學生及依法設立之社會團

體。志工團隊的服務內容包含：偏

遠地區學生科普知識之推廣、科普

導讀、導覽志工以及自行設計的科

普活動等。全年度共補助41個團

隊，志工參與人數計有1,287員，

其中經由本計畫協助辦理志願服務

紀錄冊的志工計有303名。 

 

為促進科學志工團隊的交流及分享

科學志工團隊的服務經驗，本計畫

特於6月22日在南臺科大L棟舉行

「102年科技部科學志工火車頭計

畫成果發表會」。上午邀請科技部

彭麗春副司長蒞臨致詞，以及中山

Page 1 of 2訊息平台-新聞稿

2014/7/7http://www.cna.com.tw/PostWrite/NewsPrint.aspx?ID=15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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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華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傅麗玉教授針對「科學志工實務分

享」進行演講。

大學教育研究所洪瑞兒教授、清華

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傅麗玉教授進

行專題演講。下午則由科學志工團

隊進行成果發表與交流座談會，期

待藉由本次成果發表會，讓科學志

工團隊對於科普活動推廣能有更進

一步的認識與策略，共同為提升全

民科普素養而努力。 

 

資料來源：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www.stust.edu.tw/ 

 

訊息來源：南臺科技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51077.aspx 

附件下載

1.科技部科學志工火車頭計畫成果發表會合照。 (jpg檔)■

2.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洪瑞兒教授針對「科學美學評量」進行專題演講。 (jpg檔)■

3.清華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傅麗玉教授進行專題演講情形。 (jpg檔)■

4.清華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傅麗玉教授針對「科學志工實務分享」進行演講。 (jpg檔)■

   

新聞稿刊載服務請洽本社業務中心行銷人員，電話（02）2505.1180 轉 780 ~ 786 或 790 ~ 797 
本平台資料均由投稿單位輸入後對外公布,資料如有錯誤、遺漏或虛偽不實,均由投稿單位負責 

Page 2 of 2訊息平台-新聞稿

2014/7/7http://www.cna.com.tw/PostWrite/NewsPrint.aspx?ID=15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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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科普節目國科會補助科普節目國科會補助科普節目國科會補助科普節目 奪奪奪奪3座金鐘座金鐘座金鐘座金鐘民視 – 2013年11月11日下午4:06為了培養國人的科學素養，國科會補助的科普節目，以活潑的方式，解釋科學原理，成為今年電視金鐘獎的大贏家之一，一口氣抱回三個獎項。光著腳丫，爬刀梯，還躺釘床，主持人親自示範，破除網路流言，大家都知道的成語「立竿見影」，也有科學知識，能分辨一年四季、二十四個節氣，還能透過細膩的3D動畫，看部落小男孩，探索生活中的科學原理，這些國科會補助的科普節目，一口氣在這回的金鐘獎，獲得三個獎項。
8年來，國科會補助的節目，總共抱回6個金鐘獎座，甚至踏出國門，跟荷蘭、義大利，進行國際合作案，硬梆梆的科學，透過深入淺出的節目，從小扎根。

頁 1 / 1

2013/11/11http://tw.news.yahoo.com/%E5%9C%8B%E7%A7%91%E6%9C%83%E8%A3%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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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e-NEWS 
THE ASSOCIA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TAIWAN R.O.C 

 
 

 

柳  賢教授獲科學教育學會終身成就獎 

黃世傑教授獲科學教育學會終身成就獎 

施  惠教授獲科學教育學會終身成就獎 

 

劉寶元老師獲中小學教師教學卓越獎 

 

楊凱悌老師、王子華教授、邱美虹教授獲最佳科教研討會論文獎(第 28 屆科教研討會，2012 年) 

《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國中細胞分裂主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影響之研究》 

 

蔡今中教授榮獲 102 年教育部師鐸獎 

 

傅麗玉教授所主持的科普計畫「再探飛鼠計畫」榮獲「金鐘動畫獎」 

 

理事長的話 
文/理事長段曉林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December 2013 

 

1 

恭賀!! 
 

今年科學教育年會已於 2013 年十二月十二至

十四日於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成功舉辦完成。本

次大會計有 350 人來自九個國家以及國內的研究相

關人員報名參與會議，430 名中小學生與 51 名教師

參與周五科學園遊會。34 篇英文論文以及 195 篇中

文論文發表。舉辦的形式除了會前的三場研習會之

外，還有三場次的座談會以及五場專題演講。在此

感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溫媺純所

長、李文瑜副教授以及全體師生的協助。值得一提

的是，透過三場的座談會：PISA 座談，科學教育的

挑戰與展望以及公民素養的座談會，凝聚一群專家

學者，而參與者無不熱烈的發表見解暢所欲言。國

科會牟中原副主委的大力支持本學會，特別於百忙

中抽空參加科學教育的挑戰與展望的座談會，並為

科教社群解答許多的疑惑。很興奮的是 2014 年科技

部正式成立，科教處與國合處合併為科教國合司， 

 

http://www.ase-t.org.tw 

 

理事長：段曉林  
發行者：出版委員會  
編輯群：林曉雯、陳玉婷  

 

 

理
事
長
的
話 

並由交通大學周倩教授擔任第一屆的科教國合司司

長之職位。在此感謝過去曾致力於確保科教處發展

方向的教授們的努力，以及牟副主委的支持使得國

科會在更換組織名稱時，科學教育的研究持續地受

到國家的重視。 

2014 年學會將繼續舉辦相關研習活動強化研

究生的研究能力，也會辦理科教推廣活動將科教的

理論或是研究成果推廣到社會大眾。在國際化部

分，年底的科教年會由台灣師範大學承辦，我國獲

得 IHPST 的授權辦理國際科教研討會主題為

"Re-examining Science 重 (ㄔㄨㄥˊ) 視 科 學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此外學會也將

邀請 NARST 主席 Lynn Bryan 來台進行專題演講的

活動。期盼透過這些活動能活化學會在國內以及國

際上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94



 

5 http://www.ase-t.org.tw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e-NEWS 

December 2013 

 

 

2013年11月4日國科會主辦金鐘獎記者會，牟中原副

主委親自出席勉勵獲獎團隊 

 

國立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獲國科會科學教育處

補助，率領與國際影展級的導演與製片合作組成「飛

鼠部落科學卡通：原住民科學教育動畫之研發」計

畫團隊，以國際級的動畫製程，以原住民觀點出發，

百分百原創，於2011年完成世界首部全族語發音之

原住民族3D高畫質科學動畫電影-「飛鼠部落」，首

播後受到極大迴響。「飛鼠部落」動畫團隊的動畫

專業成員並組成原金國際公司。 

 

「再探飛鼠部落」獲第48屆電視金鐘獎「動畫節目獎」 
文/傅麗玉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再
探
飛
鼠
部
落
獲
電
視
金
鐘
獎 

 
「再探飛鼠部落」動畫之劇照之一 

                          
 

「飛鼠部落」動畫珍貴的元件資料庫於2011年由國

立清華大學授權技轉，進行產學合作，獲國科會補助，

傅麗玉教授擔任監製，在一年內，完成6集共計132分鐘

國語發音的原住民族3D高畫質科學動畫電影-「再探飛

鼠部落」，並授權原住民族電視台首播，民視與華視等

知名電視台也多次播映，在今年由原住民族電視台報

名，獲得第48屆電視金鐘獎「動畫節目獎」。 

目前正由台視文化發行DVD。「飛鼠部落」透過電

腦3D動畫技術的優勢，跳脫過去科學教學媒體的形式，

適合所有年齡層觀賞，老師也可以作為課堂教材。影片

內容架構是源自傅教授十多年來在原住民科學課程與

教學的研究與學校現場試教，劇情故事結合科學知識與

原住民傳統智慧，讓所有中小學生可以在趣味中，同時

學習到科學知識，還有原住民的文化與自然智慧。 

以「飛鼠部落」與「在探飛鼠部落」所建構的動畫

元件庫為基礎，傅麗玉教授目前繼續開發觸控式遊戲繪

本，可於雲端提供瀏覽、遊戲與科學學習，目前已經完

成1集，本月上架，其他6集預計在明年夏天上架。 

「飛鼠部落」與「在探飛鼠部落」所建構的動畫元

件庫是非常重要且稀有的文化與科學學習的元件資料

庫，是一座科學學習的數位寶庫，值得開發無數的數位

化科學學習內容。 

95



96



97



網站總覽│會員∣ ∣

國科會補助 科普節目奪金鐘國科會補助 科普節目奪金鐘國科會補助 科普節目奪金鐘國科會補助 科普節目奪金鐘【聯合晚報╱台北訊】 2013.11.11 03:27 pm國科會科普計畫所補助製作的科普節目，在廣播電視金鐘獎再度獲得三個獎項。國科會副主委牟中原說，近兩年科普計畫在金鐘獎的得獎成績，對本土科學節目的品質及國科會這個計畫培養國人科學素養的努力，給了正面的回應。今年的三座金鐘，包括公視的「流言追追追」、「成語賽恩思」和原住民族電視台的「再探飛鼠部落」等三個節目，分別奪得科學節目獎、兒童少年節目獎及動畫節目獎。國科會台灣科普傳播事業發展計畫，以補助製播本土題材科普影視內容，藉製播好看吸引人的科學影片、節目、新聞、極短片，促進大眾對科學的注意與興趣，推展科學社會教育。 【2013/11/11 聯合晚報】 @ http://udn.com/ 聯合線上公司 著作權所有© ud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頁 1 / 1國科會補助 科普節目奪金鐘 | 廣電頻道 | 娛樂追星 | 聯合新聞網

2013/11/11http://udn.com/NEWS/ENTERTAINMENT/ENT7/82877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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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 全部 台北 彰化 高雄 花蓮 台東 2013 -11 - 11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人推薦此新聞 友善列印 回上頁 轉寄好友 字級設定 :國科會科普節目 連兩年敲金鐘國科會科普節目 連兩年敲金鐘國科會科普節目 連兩年敲金鐘國科會科普節目 連兩年敲金鐘 ! 點擊以下控制項，以便播放新聞聲音檔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普計畫補助製作的科普節目，今年再度在電視金鐘獎獲得3個獎項，國科會表示，得獎顯示對本土科學節目的品質與這項計畫對培養國人科學素養的努力，給予正面肯定！科學節目要做得引人入勝並不容易，背後有許多鮮為人知的辛苦，公視《流言追追追》主持人班傑透露，當初拍攝爬刀梯時，提供刀梯的單位想說電視台要來拍攝，特地將刀梯的所有刀子磨利，讓他當場傻眼，非常小心才完成拍攝任務。 國科會副主委牟中原表示，節目製作單位付出的努力也讓國科會補助的科普節目，推動至今已獲得國內6座、國際16座獎項，今年奪下3座電視金鐘獎，包括公視的《流言追追追》、《成語賽恩思》、原金國際有限公司的《再探飛鼠部落》獲得今年電視金鐘獎「科學節目獎」、「兒童少年節目獎」與「動畫節目獎」。 除了電視金鐘獎，聖工坊有限公司《氣候變遷下的抉擇》還獲得加州影展尊爵獎的教育文化卓越獎與紐約電視電影節的教育類決賽優勝獎！

( 2 013- 11 -11  12 : 11 : 10  林宜箴 )

國科會副主委牟中原
點擊以下控制項，以便播放新聞聲音檔延伸閱讀 :  

�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研研研研發發發發"即時橋梁沖刷監測系統即時橋梁沖刷監測系統即時橋梁沖刷監測系統即時橋梁沖刷監測系統"
� 古蹟災害防救 學者古蹟災害防救 學者古蹟災害防救 學者古蹟災害防救 學者籲籲籲籲改變傳統思維改變傳統思維改變傳統思維改變傳統思維
� 第一科大海科大第一科大海科大第一科大海科大第一科大海科大攜攜攜攜手 打造不投藥養魚環境手 打造不投藥養魚環境手 打造不投藥養魚環境手 打造不投藥養魚環境
� 台灣東部地震台灣東部地震台灣東部地震台灣東部地震研研研研究中心 今正式究中心 今正式究中心 今正式究中心 今正式揭揭揭揭幕幕幕幕 !閱讀更多點閱人次：78人

頁 1 / 1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

2013/11/11http://news.ner.gov.tw/?act=culnews&code=view&ids=15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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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飛鼠部落》 奪金鐘最佳動畫節目 
  原視 – 2013年10月26日 下午10:06 

 

【Yabung/Sai】 星光熠熠的紅地毯上，原住民族電視節目入圍的製作團隊開心的向大家打招呼，

今年原住民族電視入圍綜藝 

節目獎《部落星舞台》、動畫節目獎《再探飛鼠部落》、綜合節目主持人獎安歆澐主持的《錢進部落》以及 
頻道廣告獎 《隨‧原 Go Indigenous》等四項，最後動畫節目獎《再探飛鼠部落》奪得金鐘的
殊榮，其它三 項便成為這屆金鐘獎上的遺珠。 

 

另外一身傑克船長的打扮，魯凱族的沈文程在和其他優秀的主持人競爭下，奪得頭籌，拿下行腳

節目主持人 獎。 
 

而同樣具有泰雅族血統的李宣榕與周渝民，分別也在金鐘獎上得到兒童少年節目主持人獎，以及

戲劇節目男 主角獎，為他們的演藝生涯增添不錯的成績。 
 

 

原住民族電視台雖然只獲得一座獎項，但能和眾多優秀的作品競爭，已經是一大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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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視視新聞 2013 年 07 月 24 日中小學科展登場 增設原住民科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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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gucom.fguweb.fg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020718&Category=77 首頁 > 研究中心 > 原住民族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 

【學術新訊】工商時報：「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學刊」（第四期）6/28 上市發行 財團法人文化事業基

金會出版 論文多篇 作者有：林炎旦、黃智偉、李台元、陳誼誠、蔣安國、傅麗玉 
  

工商時報 7 月 13 日報導，由財團法人文化事業基金會出版發行的「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學刊」（第

四期）已於 6 月 28 日上市發行。本期學刊中，有兩篇原住民傳播主題論文經匿名審查通過刊登，一

篇為佛光大學原住民族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蔣安國撰寫的「臺灣原住民廣播發展模式與策略之分

析」；另一篇為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傅麗玉撰寫的「從『賽德克巴萊』回到『飛鼠部落』：全族語之原

住民族 3D 科學動畫的理念與實踐析」。蔣安國主任在「臺灣原住民廣播發展模式與策略之分析」論

文寫道：「台灣有些原住民廣播電台未認清何種樣式才是族群電台，許多節目與原住民無涉、原住民

語言未能完善使用，有些廣播電較為完整，也都是小本經營，無以自力更生，如何落實政策充滿挑戰。」

本期論文多篇，作者有：林炎旦、黃智偉、李台元、陳誼誠、蔣安國、傅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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